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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全国开奖公告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结果

中奖
号码

奖级 每注金额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3726290 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485577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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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3”第18142期中奖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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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星彩第18061期中奖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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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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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运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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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运四

“中原风采”22选5开奖公告

河南销售总额为374408元，中奖
总金额为150170元。

中奖注数
4 注

263 注
4541 注

167 注
140 注
14 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18142期

单注金额
1040元

346元
173元

奖等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本期河南 3D 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500170元。

中奖注数
189注

0注
731注

中奖号码：937

七星彩第18062期预测

重点号码看好2、3、7，奇偶比
例关注4∶3，大小比例关注3∶4，
定位重点关注号码：一位2、9，二
位1、8，三位3、7，四位2、3，五位
1、5，六位4、7，七位2、7。

22选5第18143期预测

大小比例关注3∶2，奇偶比

例关注2∶3，重点号关注08、11、
16，可杀号 02、09；本期可能出
现一组二连号，热点区间关注
三区，推荐一个小复式：03 04
06 07 08 10 11 14 15 16 18
19。

排列3第18143期预测

百位：2、3、6。十位：1、5、
8。个位：0、4、5。 夏加其

专家荐号

今日竞彩重点赛事投注推荐
日期

“二串一”玩法

5/30（周三）

推荐为个人观点，仅供参考，欲知详情请登录中国竞彩网。

编号/主队VS客队

003奥地利 VS 俄罗斯

011克鲁塞罗 VS 帕尔梅拉斯

推荐

胜

平

百元可中奖

615元

头奖再爆出5注

大乐透一等奖派奖结束
5月28日，体彩大乐透第

18061期开奖，全国共中出5注
头奖。其中2注为1527万元，
3注为954万元，至此，一等奖2
亿元派奖奖金全部派送完毕。
本期开奖结束后，大乐透奖池
滚存至56.53亿元。

本期，前区开出号码“04、
10、12、28、31”，后区开出号码

“08、11”。前区开出的五个号
码全是热号，间隔时间最长的
是休息了3期的“28”，“10”和

“12”分别停歇了1期和2期，
“04”和“31”同为上期的复制号
码。后区开出“08、11”一偶一
奇、一冷一热的两个大号。

本期，全国共开出5注头
奖，其中2注为1527万元（含
103万元派奖奖金）追加投注
头奖，3注为954万元（含64.51
万元派奖奖金）基本投注头奖，
花落浙江、江西、四川三地。至
此，大乐透一等奖2亿元派奖
奖金全部派送完毕。

数据显示，浙江中出的
1527万元追加投注头奖出自
绍兴，中奖彩票为一张15元5
注单式票；江西中出的1527万
元追加投注头奖出自宜春，中
奖彩票为一张 6+2组合复式
票，单票中奖金额1531万元；
浙江中出的2注954万元基本

投注头奖出自绍兴同一网点，
中奖彩票分别为10元 5注单
式票和4元2注单式票。两张
彩票的出票间隔仅相差一分
钟左右；四川中出的954万元
基本投注头奖出自成都市西
区，中奖彩票为一张4元2注单
式票。

本期开奖过后，大乐透奖
池滚存至56.53亿元，“乐善奖”
派奖奖金额余930.77万元。“6
亿元大派奖”已进入尾声，一等
奖派奖奖金也于本期全部派送
完毕，目前仅剩“乐善奖”还在
继续，彩民朋友们要抓紧喽！

河体

商丘老彩民
再得中福在线大奖

5月25日下午，一位中奖
彩民来到商丘市福利彩票发行
中心，领取中福在线“连环夺
宝”游戏25万元累积大奖。

据了解，中出这个大奖的
为长江西路中福在线销售厅，
这也是该销售厅今年中出的第

2个累积大奖，两次中奖仅相隔
3天。

中奖彩民是位老彩民，当
天上午，他来到销售厅，办理好
投注卡后，开始以全选5注单
注200分的投注方式玩起“连
环夺宝”游戏，在游戏进行到第

二关时，忽然屏幕上落下20颗
绿宝石，接着投注机显示“恭喜
您中得25万元大奖”的字样。
大奖来得实在太突然，他情不
自禁地喊了起来：“我又大奖
啦！”据中奖彩民说，这是他第2
次得此幸运。 豫福

周三竞彩强档推荐

东道主热身堪忧
巴甲上演强强对话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吴佩锷

奥地利此次安排了与俄罗
斯、巴西进行两场友谊赛，主帅
弗达征召了多达27名球员进
行备战，而且基本都是来自奥
甲、德甲和英超的俱乐部，包括
两大核心西汉姆联前锋阿瑙托
维奇、拜仁慕尼黑后卫阿拉巴
都在名单之列，阿贾克斯后卫
沃贝尔、柏林赫塔中场拉扎罗
和莱比锡红牛前锋萨比策等人
则缺席。

世界杯东道主俄罗斯之前

公布了一份多达36人的世界
杯大名单，单门将位置就多达5
人，已经是38岁“高龄”的中卫
伊格纳舍维奇也在名单之列，
另外还有两名此前未代表国家
队出场过的中场塔萨耶夫和前
锋察洛夫，而原本在大名单中
的喀山鲁宾后卫坎博洛夫因伤
提前退出，他也和此前受伤的
圣彼得堡泽尼特前锋科科林一
样无缘此次世界杯。俄罗斯目
前状态平平，没有主场优势之

下更难以看高。
另一场比赛，克鲁塞罗上

轮在客场击败桑托斯，收获联
赛客场首胜，近7场正式比赛取
得6胜1负，联赛三个主场2胜
1负只输给了格雷米奥。上轮
停赛的中场曼奎略复出，中场
埃迪尔松上轮也伤愈回归，前
锋戴维、弗雷德两人依旧缺阵。

帕尔梅拉斯上轮主场爆冷
负于累西腓体育，补时第7分钟
时前锋科诺罚丢一个点球，左
后卫巴博萨累积黄牌停赛，前
锋博尔哈因国家队赛事缺席，
上轮球队进行了部分轮换，中
场威廉本轮有望回归首发，前
锋阿图尔伤愈，伤兵目前只有
中场莫伊塞斯。

本轮的强强对话，上赛季
两队联赛和杯赛4次交锋，克鲁
塞罗1胜3平不败，两队近5次
交锋打出4场平局，此战不妨优
先关注平局。

福彩刮刮乐
2018年第21周大奖公告

2018年第21周全省兑付
刮刮乐奖金469万元。其中兑
付25万元大奖2个。

本周所有面值彩票均有奖
项兑出。根据本周奖金兑付情
况分析蒸蒸日上和国色天香等

热点彩票易中出。福彩刮刮乐
返奖率65%，中奖面宽，即开即
兑，欢迎购买。 豫福

众所周知，双色球作为中
国彩市的“超级航母”，为广大
彩民朋友贡献了一个又一个超
值大奖，其中有不少人更是以
单式10元、小复式14元或28
元这样的小金额投注，就将双
色球大奖抱回家，于是不少人
也按捺不住想进入彩市碰碰
运气。在这里，我们为广大彩
民朋友分享五种实用的选号方
法，仅供投注时参考。

1.从区间出号和缺号来判
断：双色球红球按11个号码为
一个区划分后，通常每区出号
约有2~3个，此消则彼长。当
然，有时会有三连码等阶段性
循环开出。

2.看大小、单双码：以双色
球红球通常开出的大小比及单
双比为“3∶3”、“4∶2”和“2∶4”
的比例进行挑选，也可以有助
于将选号范围缩小，提高准确

度；蓝区号码也可依单双、大小
进行判断。

3.从关系码和非关系码入
手：在双色球红区中奖号码中，
关系码出现高达3~5个，比例
在 60%~85%，所以通过重叠
码、边码、对望码、三角码、斜连
码、弧形码等关系码的确定，将
有助于具体号码的组合。

4.冷热温码法：所有的号
码都可以分为冷热温码，通过
冷热温码的区分和出现比例的
判定，将会有助于加强关系码
和非关系等号码的确定，更加
准确地判断号码。

5.逆反号码法：在上述5项
判断基础上，可以以逆反思维
再挑选另外一组号码进行组合
投注，或者挑选1~2个认为不
可能出现的号码列到其中，防
备意料之外的号码出现。

豫福

双色球投注技巧分享

五种实用的选号方法


